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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校友們大家好：

東南第 43 週

年校慶活動將於

101 年 5 月 5 日展

開，當日上午假中

正大樓國際會議廳

舉行校友會第 13

第 1次會員大會及

第八屆畢業 30 週年同學會，並首度在中山

樓夢初體育館舉辦慶祝校慶校友大團圓聯

誼餐會。今年校友會特別找回校友昔日參與

的社團並結合校內外現有社團，共襄盛舉，

會中將有多組團體表演助興，節目精彩可

期，歡迎所有校友及師長們參與這次盛會。

亦郎自去年 11 月 20 日接任第十三任理

事長後，校友會陸續面臨辦公室搬遷、組

織擴展、入會費收取及母校校友服務調整

等問題的挑戰，所幸校友會在歷任理事長、

理監事、顧問的努力及母校師長的協助之下

已有良好的基礎，再加上本屆副理事長、監

事長、會長、組長、理監事、職工及校友們

的辛勞付出與奉獻，校友會不但維持正常運

作，且已有更進一步成長，本人在此深深表

達感謝之意。

校友會辦公室已搬遷至炎黃大樓 B棟

5F，本屆校友會至目前為止已推動及執行

完成以下工作：

一、校友會組織已成立 11 個系區友會，並

擴增為 10 個組，擴大對校友們的服務

工作。各系友會與學校各系聯絡組組

成對口平台，互相支援，提供如產學

合作、暑假在校生實習安排、校友回

系講座、校友就業狀況等服務。

二、本屆至目前為止募得各項捐款如下，感

謝多位校友、師長及好友們熱情贊助，

使校友會能順利運作，持續蓬勃發展。

  一般性捐款，共募得 702,000 元。

  吳義芳吳宗志獎助學金捐款，共募得

理事長的話

400,000 元。

  名錄冊贊助廠商捐款，共募得 58,000

元。

  校友會刊贊助廠商捐款，共募得

33,000 元。

  本屆常務理監事捐助常務理監事會議

聯誼費，共募得 90,000 元。合計共募

得 1,283,000 元。

三、辦理獎學及獎助學金申請及發放，校

友會設置三項獎學金：

1. 校友會清寒學生獎助學金，今年提供

每系二名共三十四個名額，每人每年

新台幣伍仟元。

2. 電子系傑出校友吳義芳、吳宗志獎助

學金，今年度提供電子系六名額，全

校二名額共八名額，每人每學期貳萬

伍仟元。

3. 土木營建系友會優良學生獎學金，提

供土木、營建、室內設計等相關系所，

每學期共四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伍

仟元及獎狀乙紙。

四、發行第一期校友電子季刊，增加對校

友會各項活動會議、母校近況、傑出

校友及捐款財務等各項報導，並迅速

將訊息傳遞予校友。

五、更新校友會網站內容，以最新資訊服

務校友。成立東南校友 Facebook，加

強校友間聯繫，歡迎熱心的東南校友

一起加入及管理經營。

六、完成東南急難救助金辦法，加強急難

救助效率。若個案救助金仍不足時，

再發動急難救助捐款。

七、完成東南科技大學校友社團成立及活

動要點，以加強校友間聯繫，促進彼

此情感。目前已成立東南校友國術社，

並協助各校友社團成立。

八、成立東南校友諮詢服務顧問團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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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校友在生活、事業及各專業領域之

免費諮詢服務。目前已有法律、會計、

醫療、養生、理財、以及各專業領域

等之顧問，歡迎使用。

九、101/3/17 舉辦校友會春季宜蘭一日遊

聯誼活動，本次活動由土木營建、機

械、環工系友會承辦，傑出校友聯誼

會贊助壹萬元，活動內容有金車酒莊

蘭花園、林美石磐國家步道、礁溪湯

圍溝及烏石港碼頭自由行，讓所有校

友、師長及眷屬歡樂聯誼、收獲滿滿。

十、辦理第十三屆校友會理監事名錄印製及

發放、畢業 30 週年同學會籌備、101

年傑出校友選拔等事宜，並完成新生

校友入會費合適收取方案及校友會通

訊資料建置先期工作。

十一、召開100/11/12理監事聯席會、100/12/4

及 101/2/25 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100/12/22及 101/4/5組會長幹部會議、

101/3/12及101/4/24母校校慶籌備會議。

十二、辦理100/12/4交接及授證大會、101/1/7

土木營科系尾牙、101/02/25理監事春酒

團拜、101/3/27各院所系拜會工作。

校友會成立的宗旨是「加強校友間聯

繫，促進彼此情感，發揚團結互助精神及服

務社會」，其發展成效來自於全體校友對校

友會的支持。校友會接下來的工作重點為開

拓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不要再依賴捐款及

入會費收入，讓有志且熱忱的校友能在無壓

力的環境下為校友服務。中長期計畫則是協

助母校永續發展、建置校友會永久會館，供

校友使用。請各位親愛的校友，多多參與校

友會的各項活動，增進與母校互動，凝聚向

心力，讓校友會會務一屆比一屆更蓬勃。

最後，謹祝所有師長及校友們「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闔家平安、鴻圖大展」，並

祝東南校運昌隆。

校友會理事長  林亦郎  敬上  101/4

蹲下再躍起

－談東南的現況與發展
校長  李清吟

東南人的記憶

初夏季節，走在東南的校園，風微微吹

著，感覺還沁涼沁涼的，清晨、黃昏時，鳥

叫聲不絕於耳，甚是熱鬧。桂花依舊飄散著

高雅的氣味，榕樹下人來人往，仍然是大家

約定集合、打發時間的好所在，有時社團活

動同學們賣力演出，也是精采動人的一道風

景。東南的校園在歲月流逝中，景觀看起來

變化不小，巍峨的中正教學大樓矗立在操場

旁、氣派的炎黃樓佇立在校門邊，校園多了

些建設及美化，但其實這兒那兒，總還是有

些地方，在所有東南人的記憶裡一直存在，

不曾改變。

遽變的社會與環境

東南自工專時期到技術學院再到科技

大學，其中蔣志平創辦人、蔣南南董事長為

國家培育人才的豪情壯志，清吟深有所感，

接篆視事以來，我們新的行政團隊包含呂海

涵副校長以及各一級主管均以嶄新的思維、

積極的作風與無限的熱情，為邁向卓越的科

技大學而努力。但是近年來社會經濟發展快

速變遷，少子化的浪潮衝擊，學校面臨經營

的困難，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招生。上任至

今 9個月，我和一級主管及各系主任親自

拜訪各高中職達 50 餘次，藉由人情往來建

立夥伴關係，以拓展生源，雖然辛勞，但 4



Tungnan University Alumni4

陳應琮教育董事為人處世哲學

認識深坑  進入深耕  已呈生根

於心能安，於理亦得，唯勤有益，唯公

乃明。

本校教育董事陳應琮女士為政大的傑

出校友。她以政大校長歐陽勛贈的「於心能

安，於理亦得，唯勤有益，唯公乃明」，以

為個人的信守。

陳教育董事以「書生報國，盡瘁文教」

為畢生使命。她認為，教育是國家開啟現代

化的鑰匙，透過教育的活動，才能教養出具

有現代化生活倫理品質的國民，國家才能真

正現代化。而「人文素養，愛國情操」是「做

人倫師表，育天下英才」的要素。

陳教育董事特別提醒教育界的朋友，毋

忘我國的教育宗旨。

月 13 日餐旅系創意廚房啟用典禮暨高中職

策略聯盟簽約儀式，15 所高中職校長蒞臨

與學校簽訂策略聯盟合約，顯見我們在招生

工作上的努力已然展現出成果。少子化所造

成生源的不足，單是著力在國內的環境，仍

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因此在拓展生源與學校

未來須邁向國際化的思考下，今年二月及三

月底我與李粵堅研發長到馬來西亞及大陸

地區進行招生，分別與多所學校簽訂合作協

議，為學校國際化發展向前邁進一步。

產學接軌，發展學校特色 

未來技職教育競爭優勢在於務實致用，

技職教育與業界關係愈趨緊密是必然的趨

勢，因此學校積極規劃工程學院、電資學

院、管理學院、生活應用學院的院系特色，

務求能與在地產學結合，型塑區域產學特

色。為激發老師們的研究能量，今年度的教

師評鑑上規定每人須有 1個產學計畫案，

即是希望老師們的研究，與業界實務相互激

盪，帶動產業的創新發展外，也提升學校的

競爭力。對於學生實務經驗的提升，現在作

法是由 1位老師負責輔導 2名學生進行實

務實習，101 學年度開始則是開始實施三明

治教學，使學生在畢業前即能完成就業準

備，順利進入工作職場。

大手牽小手，東南人傳東南情

各位校友們，你們歷經多年奮鬥，在各

個領域與行業均已卓然有成，此時此刻學校

的發展與尚稱稚嫩的學弟妹們，非常需要你

們的協助，尤其是為學校師生提供與業界媒

合的機會，你的一個小動作，會是成就學校

發展的大契機。東南是一個大家庭，滿溢著

東南人的情感，我相信大手牽小手，今日母

校以你為榮，他日你必當以母校為榮。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

中華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 ( 南京 )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

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

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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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箭南金
東南科技大學教育董事 陳應琮

東南：服務教育界四十餘年，全部心力深耕「東南」科技大學，為國家造就工業人才，

「東箭南金」是我終生之體認，這是當年學生社團給予的期許，我會深記於心。

從來也沒有放開我──

　您扶持的雙手，

從來也沒有離開我──

　您關懷的眼波，

親愛的校長！

　您是守護神，

是我們的保姆。

請您再次地牽著我，

　帶我走過挫折，

請您再次地伴著我，

　使我成長茁壯。

第 13 屆傑出校友

    李振榮   

科系：機械工程科

學制：五年制

現職：維格餅家

職稱：總經理

優良事蹟：
2001 年 獲得台灣食品評鑑金牌獎

2003 年 台灣觀光協會國際旅展指定商品

2006 年 獲得台灣「旅遊購物保障認證」標

章

2006 年 榮獲台灣台北市政府鳳梨酥節評比

「人氣金賞獎」第一名

2007 年 榮獲台北市政府「鳳梨酥達人」銅

牌獎

2008 年 獲得台北市政府衛生局「衛生自主

管理」認證

2008 年 榮獲台北市政府「台北市十大伴手

禮」必買名品首選

2009 年 以台北市政府精緻美食冠軍團代表

身分，與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楊

局長共同前往「北京旅遊博覽會」

推介台北美食

2009 年 10 月榮獲台北市政府頒發「台北

市城市代表鳳梨酥名店」

2010 年 05 月台北市政府指定 2010 國際花

卉博覽會特約廠商

2010 年 06 月獲得中央銀行委託台灣銀行

授權本公司外幣收兌服務

2010 年 08 月再次於激烈競爭榮獲台北市

政府「鳳梨酥達人」銅牌獎

2010 年 08月再次榮獲「台北好禮名店」，

郝龍斌市長頒獎

2010 年 11 月全台門市銷售據點正式突破

十家

2011 年 12 月商業週刊 1254 期 ( 封面焦點

專文 ) 二度報導維格餅家

2012 年 03 月維格餅家「台灣鳳梨酥夢工

廠台北館」啟動營運

2012 年 03 月經營成果獲業界肯定，第一

次針對全台旅行社現金增資案順利

完成，造成超額認購

    郭上平   

科系：電子工程科

學制：五專 ( 第三屆 )

現職：富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副董事長

優良事蹟：

ㄧ、富威集團成立於 1995 年，於 2005 年

為股票上市大公司大聯集團成員。

二、瀚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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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為股票

上市公司

四、倍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為股票

上市公司

五、第六屆中華印石藝術收藏協會理事長

    高鄔梅英   

科系：休閒事業管理系

學制：進修學院假日二專

現職：新北市深坑區

職稱：區長

優良事蹟：

一、向新北市政府，爭取「平埔橋樑工程」

施作經費。

二、向新北市政府，爭取「深坑老街騎牌樓

復舊，保存暨景觀道路設計改善工程」

經費。

三、配合新北市政府「垃圾不落地」政策推

動。

四、配合新北市政府「垃圾隨袋徵收」政策

( 新北市一配合之鄉鎮市 ) 。

五、向水利署爭取「景美溪中正橋上游左岸

護岸工程及老實小鎮河段防災減災工

程」經費。

六、推廣地方特色產業「深坑四寶」並辦理

相關節慶活動，成效卓著。

    陳凱凌   

科系：電子工程科

學制：五專 ( 第十五屆 )

現職：高雄市政府重建委員會

職稱：執行長

學歷背景：

2011/1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法學博士）畢業

1998/06：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工學碩士 ) 畢業

1995/07：文化大學建築暨都市設計學系(工

學學士 ) 畢業

1990/07：東南工業專科學校電子工程學系畢業

重要經歷：
2012- 迄今 : 高雄市莫拉克風災重建委員會

執行長

2009/9-2011: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

2008-2009 間 : 高雄市建設局代理局長、環

保局代理局長

2007/8-2009/9: 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2007/3-2007/8: 高雄市政府有給職顧問

2006/3-2007/3: 高雄縣政府新聞室主任

2005/3-2006/3: 高雄市政府市長辦公室專門

委員

2004/6-2005/3: 行政院政務委員辦公室專門

委員

2002/3-2004/6: 立法院法案助理

2000/7-2003/11: 台北市議會法案助理

    吳  灥   

科系：土木工程系

學制：五專 ( 第十一屆 )

現職：昆原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技術開發部總經理

優良事蹟：

一、國際同濟會 台北市建國分會 會長

二、國際同濟會 北市區 總執行長 (101 年 )  

現任

三、台北市建材公會 理事 現任

四、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 第 11 屆常務理事

五、昆原公司為國內防水工程知名廠商；諸

如捷運工程防水、公共工程防水、特

殊工程防水及各種防水工程均十分專

業；並有多項防水工法專利

六、參與國際同濟會期間舉辦各項社會公益

活動 ( 捐血、獎學金、關懷弱勢、社區

服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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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萬見   

科系：營建科技系

學制：碩士班 (99 年畢 )

現職：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隊

職稱：大隊長

優良事蹟：
一、任職新北市消防局，屢獲重大功績，晉

升為大隊長

二、引薦與協助新北市消防局數十位同仁至

本校就讀研究所

三、多次協助母校進行消防安檢與防災教育

訓練，使母校具備零災害教學環境

    李林隆   

科系：機械系第一屆

學制：專科五年制

現職：貫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總經理

優良事蹟：
一、李林隆校友為東南第一屆機械科畢業。

二、李林隆校友所經營之貫瑋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專業於各式燃燒設備，除有能

力作規劃設計外，並代理國外知名廠

牌供國內各大企業選用。

三、主要代理之知名廠牌 :1. 英國 ALBION 

GROUP OF COMPANIES,2. 美 國 RAD-

CON.INC,3. 美 國 EPCON INDUSTRIAL 

SYSTEMS  INC ,4 . 美 國 NORTH 

AMERICAN MFG CO. 等，如鋼捲線材

之退火爐，鋁合金加熱爐熱處理設備，

各式重油，柴油，瓦斯燃燒機及燃控

設備，VOC 廢棄焚化爐等之設計規劃

及國外相關產品之代理，在國內於此

領域具領導之地位。

四、李林隆校友多年來熱心參與校友會活

動，其為多屆之校友會理事。

五、李林隆校友表明將積極參與校友會活

動，本年度起其接受陳之維會長邀請

擔任機械系友要職共同推動會務。

    楊永昌   

科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學制：二技在職專班

現職：台中市議員

職稱：市議員

優良事蹟：

一、100 年擔任台中市議會教育、文化召集

人，推動順利。

二、100 年重整台中市體育總會。目前有

75 個單項，並擔任總會秘書長職位。

三、100 年獲頒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暨全國體

育聯合會團體及個人體育有功獎 。

四、101 年改組台中市體育基金會，並擔任

執行長職位。

五、連擊 10 年辦理體育嘉年華會，每場均

超過 2萬人參加擔任總召集人。

六、2008-2009 擔任國際獅子會 300-c2 區

總監。獲頒世界國際總會長獎。

七、101 年獲頒行政院體委會暨全國體育聯

合總會推動體育有功個人獎。

電子系傑出校友吳義芳、吳宗志獎助學金

感謝電子系吳義芳與吳宗志校友歷年

來贊助本校學生獎助學金，本獎助學金為補

助有心向學但經濟有實際困難之學生，每學

期電子系6名、全校2名，每名25,000元。

兩位校友不僅在金錢上的贊助，有回母

校亦會安排與領獎助學金的學生座談，藉此

了解學生的學業與人生規劃，幫助學生從逆

境中成長，學生們不僅感受到學長的關心，

亦心懷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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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的學生比起往

年增加許多，電子系有13位、全校有8位，

由此可見需要幫助的學生越來越多。

2012 龍年春酒 新年新氣象

校友會第 13 屆理監事授證儀式暨

第 13 屆第 1 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 圓滿召開

本會 於 101 年 2 月 25 日假彩蝶宴盛

大舉行「2012 龍年春酒」，展現新年新氣

象，共 10 桌春酒饗宴。

理事長林亦郎致詞時表示，非常感謝

幹部們多年來的努力及母校的支持，使校友

會的發展日漸茁壯，今年還有許多的活動要

執行，盼大家團結的心繼續發光發熱，當天

除了邀請理監事們，亦邀請母校主管共襄盛

舉，在簡單隆重的場合大家戶拜晚年，氣

氛相當熱鬧。感謝電子系吳義芳與吳宗志校

第 13 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於

100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10:30 假台北

深坑假日飯店 3樓 VIP3 召開，與會列席貴

賓有母校李校長清吟、徐榮譽理事長忠胤、

高名譽理事長劉銘、廖名譽理事長學茂、吳

名譽理事長世楠、李研發長粵堅、陳顧問清

鈿、蕭顧問明德等多位貴賓。

新任林理事長亦郎於會議中針對會務

工作進行簡報，主要內容包括 :1. 校友會辦

公室已搬至炎黃大樓 B棟 5F，並陳列歷屆

理事長照片。2. 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榮

譽顧問、顧問之聘請。3. 核對第十三屆校友

會理監事及歷屆傑出校友名錄並加強廣告，

理監事印製名片。4. 本屆會員代表大會，

感謝校友熱情贊助捐款，共募622,000 元。

友歷年來贊助本校學生獎助學金，本獎助學

金為補助有心向學但經濟有實際困難之學

生，每學期電子系 6 名、全校 2 名，每名

25,000 元。

兩位校友不僅在金錢上的贊助，有回母

校亦會安排與領獎助學金的學生座談，藉此

了解學生的學業與人生規劃，幫助學生從逆

境中成長，學生們不僅感受到學長的關心，

亦心懷感恩。

5. 本屆常務理監事每人捐助常務理監事聯

誼費 2,000 元。

校友會常務理監事聯席會決定未來工

作方向。會議決議包括：

1. 由服務組增設多組，增設後校友會組織

表及各組職掌。

2. 聘任費聿明博士為本會總幹事及辜綉鈴

小姐為本會秘書。

3. 決定本屆校友會及系友會之各項補助等

事宜；另外臨時動議建議傑出校友聯誼

會追列母校曾頒發之傑出校友楊文欣及

羅明

旭校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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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春季郊遊 宜蘭一日遊
土木營建系友會  陳明遠

三月的天氣就好像晚娘一樣，忽冷忽

熱、忽晴忽雨，本次的郊遊活動也是冒著與

天氣打賭的心情來舉辦活動，如果下雨可能

被罵得半死，一點也不能出差錯，甚至已經

安排了下雨活動的應變方式，不過十分感謝

老天爺，當天是艷陽高照，溫度適宜，正是

出遊的好天氣，當然大家也是帶著一顆愉快

的心情參加旅遊。

我們依照既定的行程出發，最擔心假日

塞車的雪隧竟然是一路順暢，首先我們參觀

位於宜蘭員山鄉的金車酒莊，聽取了酒莊的

簡報之後，進入了威士忌酒廠，也看了製酒

過程，當然也少不了品酒活動以及瘋狂大採

購。第二站來到了金車蘭花園區，看到了校

友們個個站好最好的位置，有情人、夫妻、

家庭、朋友；不斷的在美不勝收的蘭花園內

照相，留下了最快樂的時光及最美麗的相

片。

中午用餐後，我們驅車前往礁溪林務局

管理的『林美磐石步道』，對我們久居城市

的校友們可以說是最好的『森林浴』，路程

不遠，大家享受著大自然的洗滌，沿路相互

聊天，看看沿途風景，真是美不勝收，並且

鬆弛了大家的壓力，也達到健身的目的。

下山後的這一站，是大家最喜歡的『礁

溪溫泉區』，這一站採自由活動，因為這裡

的活動設施十分齊全，想要泡湯的話，這裡

有各種讓你選擇的各種泡湯方式，個人池，

大眾池、泡腳池、魚療池等應有盡有。想要

無拘無束消磨悠閒午后的話，這裡的咖啡座

絕對是最好的地方。還有想要買特產的人，

在這裡更是不能錯過；有鴨賞、宜蘭蔥、牛

舌餅、蜜餞、宜蘭餅、農產品等將會讓你買

到手軟。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頭城的烏石港，

雖然，時間已經很晚了，大家的興致依然是

十分高昂，趁著天還沒有黑，大家以蘭陽博

物館作為背景，留下了一張永遠美好的回

憶。晚餐是本次活動的最高潮，雖然經費有

限，但是這一餐有生魚片、有蝦子、有魚、

有肉、還有酒，其實這都不重要，更重要的

是本次活動是全體校友的聯誼活動，藉著這

次的活動，拉近了多年沒有連在一起的友

誼，往日在東南的點點滴滴，似乎在這一刻

凝結了，有什麼會比真誠的友誼來的可貴

呢？即使這一切都變了，相信大家還是更珍

惜共同相聚的時光，希望下次校友會的活動

會有更多的校友參與，讓東南校友會更有機

會為校友們服務，更完善、更強大、更長長

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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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校友會至各院拜會

祝賀休管系校友會成立
休管系於民國 95 年設立至今，邁入第

六個年頭，比起其他各系之發展相對資淺，

但學生人數近 900 位，在本校各系中規模

較大。已送出日間部、進修部各二班及假日

在職專班三班共七班畢業生。校友們在休閒

事業或休閒產業有關職場上，如觀光旅館、

目的：加強校友會與各院系之間的互動交流

及會務的推動與說明。

內容：

1. 產學合作：各系若有需求可與校系友會

或傑出校友之廠商接洽。

2. 校外實習：100 學年度本會提供 127

個校外實習名額，但實際媒合不到 30

位學生，本會希望校友所提供之廠商

對各系有實質上之幫助。請各系提出

尚缺之實習單位類別與名額。

3. 招生：本會於春酒、班聯絡人籌備會等

校友聚會場合皆有提供招生資料與資

訊，希望校友協助本校招生。不知各

系在招生上是否有需要本會協助的地

方。

4. 校友返校座談會或講座：本會可協助母

校各系尋找優秀校友返校座談或講座，

若有需要隨時可與本會聯繫。

5. 傑出校友選拔：每年選拔 1 次，今年

申請截止日為 101 年 3 月 31 日，請各

系踴躍推薦優秀校友。

6. 本會獎助學金：

(1) 校友會清寒獎助學金，每年 1次，

每系 2名，每學期 5,000 元 / 人。

(2) 電子系校友吳義芳、吳宗志獎助學

金，每年 2次，電子系 6名，全校

2名，每學期 25,000 元 / 人。

7. 校友急難救助金：若各系知悉有校友發

生緊急事故，無力負擔龐大醫療費用

及生活支出、無法照顧家庭等因素，

皆可向本會提出申請。

8. 東南之光：每年 5月選拔，6月畢業典

禮頒獎，歡迎為校爭光之在校學生申

請。

9. 校友會刊：每年校慶月發行，歡迎各系

提供系上近況報導之稿件至本會。

10. 校友會電子季刊：每年 1、7、10 月發

行，目前寄發對象為：母校師生、校友

會顧問及理監事、1-10 屆校友等，各

系若有近期訊息要宣導或報導可將稿

件寄至本會。

11. 通訊錄：本會陸續建立校友通訊錄，煩

請各系協助聯絡、更新與提供最新之校

友名單，以利聯絡校友，如：校慶當天

校友大團圓、電子季刊之發送等。

12. 新生入會費收取：本會新生入會費繳費

單於 101 學年度開始以校友會信封寄

出，擔心學生繳費狀況不如以往，煩請

系上協助於新生註冊時鼓勵學生繳交

新生入會費。

13. 新系友會成立：請無系友會之各系，協

助新系友會成立或合併入已有之系友

會。

14. 校友會近期活動如下，歡迎母校師長共

襄盛舉。

(1) 活動名稱：慶祝校慶，校友大團圓

  時間：101 年 5月 5日 中午 12 時

  地點：母校中山樓夢初體育館

(2) 活動名稱：暑期活動

  時間：101 年 7月

  地點：台中葵海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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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與 15 所高中職校長簽訂
策略聯盟合作暨創意廚房啟用典禮

( 中 央 社 訊 息 服 務

20120417  15:24:19) 結合著

深坑在地美食、桂花及咖啡

的「茶．花．鬥（豆）宴—

創意廚房啟用典禮暨新北市

在地產學合作與高中職策略

聯盟簽約儀式」於 4月 13 日

上午 10 時在東南科技大學盛

大舉行。除邀請新北市教育

局長林騰蛟、深坑區長高鄔

飯店、餐廳、飲料店、旅行社、渡假中心、

運動中心、休閒農場等就職，表現可圈可

點，為企業界所歡迎。也有同學考上研究所

繼續深造，另也有同學服兵役或前往新加坡

等海外休閒產業據點工作。假日班畢業同學

中，有現任新北市深坑區區長之高鄔梅英女

士、國揚實業總經理彭邵齡等知名人士；進

修部畢業同學中則有日系台灣三色旗公司

營業部副理沈彥志等校友，在社會上闖出一

片天空後，適時回饋本系提供該公司實習名

額，嘉惠本系學子，讓系上師生倍感與有榮

焉。

本系源出於營建管理系，當時的莊睦

雄主任、陳錦宗老師、林漢杰老師、王興漢

老師、曹瑞棋老師、鍾隆文老師、楊建忠老

師、莊進昌老師、周義娟老師等人高瞻遠

矚，在分析了就業市場、招生潛力及力排眾

議下，讓休管系誕生。在感念及感佩此些長

者的同時，很遺憾的，莊主任離開本校前

往銘傳大學任教，林漢杰老師於去年申請

退休，本學期結束前將有陳錦宗老師 ( 假日

班及進修部導師 ) 屆齡退休，另，曹瑞琪老

師 ( 假日班及進修部導師 ) 及王興漢老師、

楊建忠老師也申請退休。來自營建管理系的

老師遂只剩下鍾隆文老師一人。鍾老師為本

系創系主任，目前擔任副主任一職，對系上

大小事務知之甚詳，也是日間部第二屆的班

導師。至於日間部第一屆班導師的陳怡如老

師，則隨著餐旅管理系於民國99年的成立，

前往餐旅系服務。

在歷史的軸線上，不管過去、現在及未

來，所有的師生都在參與撰寫休管發展史。

本系由創系時的蓽路藍縷，直至目前的略具

雛形，及建立各項制度，必須感謝學校的支

持及所有師生的努力。如何於最短時間內建

立系特色，為學校的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也是目前本系所有老師，絞盡腦汁及充分意

見交換的重要議題。隨著本校後花園之「龍

谷休閒生態園區」之整建及恢復舊觀，在今

年暑期過後的新學期開始，應可看到本系休

閒農場及溫室的建構完成。

感謝校友會榮譽理事長徐忠胤、新任理

事長林亦郎的支持與呼籲，讓休管系校友會

於焉誕生。也感謝土木系傑出校友，現任大

賞機構陳明遠董事長、本校室內設計系江奇

成主任及盛上企業有限公司沈賢盛董事長

的私誼，讓我能更進一步了解東南發展史。

展望未來，希望能看到休管系校友們，在社

會上的每一個角落發光發亮，服務人群。也

透過校友會的成立及運作，每年都能產生傑

出校友，回饋母校。更樂見東南科大的永續

經營，以及本系特色的建立，是所至盼。

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  林旭龍

2012-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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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英致詞勉勵外，尚有與東南科技大學策略

聯盟的十五所高中職校長及深坑在地兩間

星級旅館－假日飯店、福容飯店的總經理及

各職訓局局長等貴賓共襄盛舉，為創意廚房

啟用典禮揭開熱鬧而精采的序幕。

東南科技大學校長李清吟表示，今年學

校於觀餐群專業廚房中設置「創意廚房」，

著重於創新食材與廚藝的研發工作，並以全

數位化的教材製作與廣播系統製作教材，推

廣結合人文與在地美食的創新廚藝。同時學

校並結合中餐廚房、西餐廚房、烘焙教室及

飲料吧檯、酒莊及休閒農場，擴大與區域產

業的結合。

此次的活動除了為該校餐旅管理系新

落成使用的中餐、西餐及烘焙廚房進行開幕

剪綵啟用典禮外；也包括和光啟高中、光隆

家商、南強工商、能仁家商、景文高中、智

光商工、開明高職、聖心高中、滬江高中、

豫章工商、醒吾高中、雙溪高中、協和工

商、蘇澳海事、頭城家商等十五所高中職進

行策略聯盟的簽約；並和深坑區在地的星級

飯店進行產學合作的簽約儀式。會場中並有

深坑在地的農特產品展示，藉由這個機會推

廣深坑四寶－黑豬肉、豆腐、綠竹筍、茶

葉，及新開發的深坑特產－桂花，「茶．花．

鬥（豆）宴」即是圍繞著這幾些特產來研發

創意餐點。

簽約剪綵典禮後，現場由阿基師示範

結合在地小吃美食的創新深坑四寶料理，

並擔任深坑四寶創意料理競賽評審。另外，

2011 年台灣咖啡大師競賽冠軍簡嘉程先

生，亦是東南科技大學校友，以東南科技大

學結合深坑桂花季節自行研發的桂花咖啡

發表的創意咖啡秀，濃郁的香氣，迴盪出人

文與餐飲完美的融合，也呈現大學致力於餐

飲專業提升的努力。

資 料 來 源： 中 央 社 新 聞 網 (http://

www.cna . com . tw /pos tw r i t e / c vp r ead .

aspx?ID=00103034 )

電子 ( 科 ) 系友活動花絮～

2012-1-28 電子科第十一屆於新北市

新店區開喜海鮮餐廳舉辦同學會春

酒團拜

2012-1-14 電子科第五屆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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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25 電子 ( 科 ) 系友參加校友會於彩蝶宴舉辦之「春酒聯誼餐會」

電子 ( 科 ) 系友特別報導
永不氣餒的秋萍 ( 育樺 )

圖／文：曾琪期

融融很喜歡育樺學姊，她是我學姊，

雖然身體不自由，但是她並不氣餒，依然開

朗。她目前在捷運市府站 2號出口通往阪

急百貨的通道上賣水晶吊飾，希望大家遇到

她可以給她打氣加油兼捧場，順便看看這位

堅強的生命鬥士！時間 18:30~ 20:30

~~~~~~~~~~~~~~~~~~~~~~~~~~~~~~~~~~~~~~~~~~~~~~~~~~~~~~~~~

今天去了育樺學姊的住處，因為高雄有

同事要買手機吊飾，所以我們到她家去買，

看到他很樂觀，老實說她只剩下脖子跟手指

頭可以動之外，其他都動不了，一切的動作

都要靠人幫忙，還好下午四點多我到的時候

有一位教會的姊妹幫著她，她正在吃著晚餐

( 她說上了輪椅就不能吃東西了 )，開心的

閒聊幾句之後因為怕耽誤她吃飯，我們到客

廳挑選吊飾一邊等她，在教會姊妹幫助下她

上了輪椅，並開心告訴我，她現在是一條龍

囉！

我家兒子因為第一次見到育樺學姊，我

擔心小孩亂說話所以我沿路給

小鬼行前教育，出乎意料之外

的，我兒子很貼心的給育樺加

油，並給她擁抱！

要回去時，育樺學姊也準

備去市府站上工了，我們一起往捷運站走，

我家兒子居然主動的一直搭著學姊的背，並

幫他開道，還一路跟學姊聊天，逗得學姐好

開心！

在陪學姐往捷運站的路上，遇到社區的

管理員一直在關心學姊居家照顧的事，相當

熱心！學姐還說，附近的居民看到她也會幫

他，捷運站出入她無法拿卡刷，所以捷運站

的人也會幫他。台灣社會真的好溫馨！好感

動！

兒子在回家的路上說，他覺得育樺好善

良他下次還要去跟他聊天，且經過這事，叔

叔也提醒他，他班上也有行動不便的同學，

應該要照顧關心那位同學，不可以欺負他。

對於我，我真的覺得我很幸運也很幸

福，我要更加珍惜擁有的一切！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她，請不要吝嗇給與

她適時的幫助即使只是幫她按個電梯，拿個



Tungnan University Alumni14

經過警衛室時，一位好心的警衛問她，

照顧你的人員都齊了嗎？她說：慢慢來，要

到我這裡來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氣，一定要有

一點時間。她目前缺星期五照顧她的人，如

果沒人照顧她只能癱在床上。 

這是她唯一可以出門活動的工具，電

動輪椅。輪椅上的小小架上擺的就是她的商

品 ~~

～～請大家用力分享，讓她擁有更多人

借給她的手～～

東西，或許對我們來說只是舉手之勞，但是

對她來說卻是再也做不到的事，把我們的愛

化為行動，不要害怕給予你的愛心。

我記得我有問她，今天下雨你還要去

擺 攤 嗎？ 她

說：下點雨沒

關係，我要出

門去，不然要

綁一個人照顧

我。

100 年校慶及授證大會等捐款名單

捐款者 捐款 捐款者 捐款

林亦郎 150,000 楊頂煌 10,000

徐忠胤 100,000 高志忠 10,000

黃勇義 80,000 劉國祥 5,000

高劉銘 30,000 倪其鴻 10,000

柯孫超 30,000 劉蔡中 10,000

＊廖清宏 30,000 陳詠煌 5,000

王先進 30,000 陳清鈿 5,000

＊楊文欣 30,000 沈賢盛 2,000

捐款者 捐款 捐款者 捐款

廖學茂 20,000 ＊謝建新 5,000

林仲曦 20,000 林崇虎 5,000

許萬昌 2,000 張友讓 10,000

陳明遠 20,000 曾隆峰 3,000

陳建誠 10,000 林亦郎
(追加 )

10,000

賴韋誠 10,000 洪村山 20,000

郭敬學 10,000 李冠群 10,000

謝進男 10,000

共募得 702,000 元

～感謝校友熱情贊助～

土木營建系友會 100 年感恩募款聯誼晚會
感謝校友及企業界一年來對土木營建

系友會之鼎力支持，協助辦理各項活動及

捐款善舉。利用此次活動舉行感謝企業界

贊助學生暑期實習及土木營建系友會頒發

「100 年度第 1學期土木營建系優良學生獎

學金」，藉由此活動加強校友及業界聯誼，

並發起聯合募款做為校友會及土木營建系

友會辦理各項活動基金。

募款名單如下，感謝校友及企業的贊

助。

姓名 / 企業名稱 金額
林亦郎 8,000
柯孫超 8,000
俞立平 8,000
大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8,000
嘉大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8,000
陳建誠 8,000
高玉山 4,000
陳增添 4,000
陳明安 5,000
黃勇義 5,000
高劉銘 5,000
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合   計 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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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屆常務理監事會議聯誼費
感謝榮譽理事長徐忠胤、理事長林亦郎贊助第 13 屆第 1次常務理監事（授證儀式）會

議聯誼費，各 30,000 元。

感謝第 13 屆常務理監事每人繳交活動聯誼費 2,000 元，名單如下：

土木營建系友會進香活動花絮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本系的進香活

動就成了每年必有的活動，每年的時間不是

很固定，但大約會在 4、5月之間，這必需

視神明的指示而定，今年將於 4月 14、15

日隆重舉行。

活動是由三重市慈惠宮董監事策劃，該

宮的楊董事長是本校校友會顧問，董監事中

有土木營科系友柯孫超、俞立平、黃勇義等

人，另本系多人每年均有參與進香遶境及捐

款。而參與進香遶境之目的主要是祈求國泰

民安，事業順利，大家身體健康，發揚台灣

的在地文化及提倡正當休閒活動。

三重慈惠宮供奉的主神為蘇府王爺，

「原為天帝駕前主理判事，曾下凡現身福建

北頭，奉玉旨與二弟擇地鹿仔港開基，保國

佑民」，故每年蘇府王爺均舉辦「二天一夜

鹿港謁祖進香」活動，本活動除了主廟謁祖

之外亦行經彰化埔心三堯宮參香、王功福海

宮參香、彰化伸港福安宮參香等，當然陣頭

更是十分龐大；有七爺、八爺、大小神祇、

旗隊、神轎多座、鼓隊、鑼鈸隊等，今年參

與活動之香客約 400 多人，陣容龐大，凡

林亦郎 ＊謝建新 ＊馬仲緯 高炎輝 ＊吳春淵 蔣金興

林仲曦 盧文才 劉玉鳳 ＊鍾坤志 張建良 許文中

柯孫超 陳明遠 俞立平 郭敬學 袁恩澤 高志忠

廖清宏 姜炳耀 ＊江奇成 李錦堃 謝子賢 蕭明德

王先進 陳夆百 陳建誠 劉蔡中 張月馨 徐忠胤

費聿明 李明忠 魏水根 ＊陳竹豐 陳鴻源 高劉銘

＊陳之維

經費使用狀況如下：

日  期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餘  額

100/12/04 17 人繳費 34,000 34,000

100/12/09 1 人繳費 2,000 36,000

100/12/12 1 人繳費 2,000 38,000

100/12/13 1 人繳費 2,000 40,000

100/12/16 1 人繳費 2,000 42,000

100/12/22 6 人繳費 12,000 54,000

100/12/22 第 1 次組會長幹部會議便當 2,300 51,700

101/02/13 1 人繳費 2,000 53,700

101/02/21 1 人繳費 2,000 55,700

101/02/25 春酒暨第 2次常務理監事會議餐費 21,188 34,512

101/03/01 1 人繳費 2,000 36,512

101/03/12 第 1 次校慶籌備會 - 便當 2,020 34,492

101/03/27 中午校慶會議、下午各院拜會 - 便當 950 33,542

101/04/05 第 2 次組會長幹部會議 - 便當 1,680 3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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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知識份子至凡夫走卒均

有，大家的目的雖不盡相

同而大家相同之處則是有

一顆虔誠的心。

土木營建系友會已參與本活動多年，人

數亦逐年增加，願本校他系校友若有此興趣

者亦歡迎共襄盛舉，在此人心不古的時代能

夠啟迪人心，達到社會祥和，安居樂業之境。

101 年慶祝校慶 ‧ 校友大團圓活動時程表
時間：101 年 5月 5日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10:30-11:00

校友報到領取紀念品

畢業 30 週年同學報到領取紀念品

返校校友聯誼茶會

（會場備小點心及茶水）

中正樓 1樓

中正樓 1樓

中正樓 11 樓

11:00-11:45 第 13 屆第 1次會員大會 中正樓 11 樓

11:45-12:00
全體移駕至中山樓 1樓

( 畢業 30 週年展、攝影展……等 )

12:00-12:15
鼓隊表演、國術社表演

大合照

中山樓 1樓

（大門廣場）

12:15-14:00

慶祝校慶‧校友大團圓聯誼餐會

校慶慶生活動

介紹貴賓

聯誼餐會

頒發傑出校友

校友會服務簡介及表揚

校友及校內外社團表演

(肚皮舞、街舞、國術、龍隊、啦啦隊……等表演)

中山樓 1樓

（夢初體育館）

14:00-

各系友會及社團活動

電子（科）系友聯誼茶會

電機（科）系友聯誼茶會

土木營建系友聯誼茶會及企業實習媒合

休管系友會成立大會

炎黃 B棟 104

炎黃 B棟 401-1

營建科技館

中正 102

101 年 5 月 5 日 東南 43 週年

慶祝校慶 ‧ 校友大團圓活動報名表
本會將於 101 年 5 月 5 日（六）上午

10：30 假母校中正大樓 11 樓國際會議廳

舉行「慶祝校慶及畢業 30 週年同學聯誼茶

會」暨「第 13 屆第 1次會員大會」，報到

時可領取精美紀念品，盼大家帶著輕鬆愉快

的心情一同參與。

當天中午 12:00 於中山樓 1樓舉辦聯誼

餐會，有肚皮舞、街舞、國術、龍隊、啦啦

隊……等表演，歡迎全體校友與師長共襄盛

舉。

為掌握出席人數及會場桌數（免費但須

報名），欲參與者請於 101 年 4 月 28 日前

E-mail、傳真或電話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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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校慶‧校友大團圓活動報名表

屆別 第          屆（      年畢） 科系 / 社團                 科 / 系 / 所 / 社

姓名 聯絡電話

地址

□參加上午 10：30「聯誼茶會」、「會員代表大會」（可領取精美紀念品）

□參加中午 12:00 聯誼餐會含眷屬        人（免費但須報名）  □葷  □素

E-mail：otc-alumni@mail.tnu.edu.tw    傳真：（02）2664-5348

電話：（02）8662-5835#122  （02）2664-5346~7  （02）8662-5909

聯絡人：辜小姐

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夏季旅遊行
一、活動日期： 101 年 7 月 28 日 ( 六 )

二、活動地點：葵海農場 ( 台中市大甲區西

岐里如意路 31 巷 7 號 )  台 61 線 ( 西

濱快速公路 ) 南下車道 133 公里處

三、活動費用：每人500元整；6歲以下（含）

200 元整（含午餐、晚餐及保險）

  車資由校友會贊助、自由行程車資費

用自付

四、活動對象：全體校友、母校師長及職

員（含眷屬）

十、活動內容：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07:30 - 08:00 集合 ( 東南科技大學校門口 )
08:00 - 10:20 大甲葵海農場
10:20 - 11:20 鄉土焢窯 ( 土窯雞腿、地瓜、蛋、芋頭飯 ) 
11:20 - 12:20 午餐 ( 大甲芋頭米粉、蓮花池自由划船 ) 
12:20 - 13:30 大甲芋頭酥製作 
13:30 - 13:50 焢窯出爐 ( 土窯雞腿、地瓜、蛋、芋頭飯 ) 
13:50 - 15:30 河口生態教室 ( 濱海捉螃蟹 ) 
15:30 - 16:00 喝下午茶 ( 美味芋頭酥＋冷飲 ) 
16:00 - 17:30 大甲鎮瀾宮
17:30 - 18:30 晚餐
18:30 - 21:00 快樂賦歸（東南科技大學校門口）

十一、注意事項：請自備防曬油、帽子、托

鞋、小朋友可加帶一套衣服。

十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1年7月1日止。

十三、報名方式：

五、活動名額：限額 3台遊覽

車人數，額滿即截止報名

六、主辦單位：校友會

七、協辦單位：台中分會、電

子、電機、工管系友會

八、 集 合 時 間： 07：30 ～

08：00（08：00準時出發）

九、集合地點：東南科技大學

校門口（早餐請先行自

理）

( 一 ) 親自繳費：將報名表及報名費送至

校友會辦公室 ( 炎黃樓 B棟 510)

( 二 ) 匯款：將費用匯款至永豐銀行深坑

分行  戶名：臺北縣東南科技大學

校友會，帳號：1780010002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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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報名表及繳款收據傳真至

（02）2664-5348  或 E-mail：otc-

alumni@mail.tnu.edu.tw

葵海農場相關活動簡介

【鄉土焢窯】

園區提供場地、木材、工

具、食材（土窯雞腿、地瓜、

蛋、芋頭飯）。場地內有蓋完

成的土窯，您也可以自己動手

蓋，也可以由園區為您服務。

一般燒木材約一小時即可，您

可以全家或三五好友租自行車

或協力車，到園區內逛一逛或

到海邊挖本地特有的赤嘴仔，二小時之後，

就可以一起來開窯吃土窯雞囉！

【蓮花池】

蓮又稱芙蕖、水芙蓉、水

芝、玉環、水華、蓮華，屬於

宿根性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生

長在平靜的池塘及湖邊。荷花

就是蓮花，是同一種植物的不同稱法。蓮花

的葉片沒有分岔，且會有枝幹將其挺出水

面，而另一種常被誤認，葉片顏色較為濃

綠，貼於水面上的植物是睡蓮。

【大甲芋頭酥製作】

大甲鎮南北二端各有大

甲、大安兩溪貫穿而過，土地

肥沃，所生產芋頭品質，鬆、

香、Ｑ，無論在品質、風味、

或口碑上，均勝其它地區。由

遊客自己親手製作，用當地芋頭做成的芋頭

酥，美味可口，自己做自己吃，在配一杯農

場為你調配的咖啡或飲料，真是人間美味。

【河口生態教室】

您想體驗繽紛多彩的河

口生物世界嗎？可愛活潑的螃

蟹，生生不息的濱海植物，讓

您體驗自然生命的奧妙。

【大甲鎮瀾宮】

鎮瀾宮位於大甲鎮中山路

上，於清代雍正年間創建，內

部建築不論是廟頂、門柱、藻

井……等，雕飾五彩奪目，金

碧輝煌，細膩刻劃各種人物圖

形，令人為之眩目。 該宮正殿供奉媽祖，

終年香火鼎盛香客絡繹不絕。歷代傳說媽祖

的父親林愿，別名惟愨。曾任職都巡檢，世

居莆田縣忠門鄉港里村，告老還鄉後隱居莆

田縣湄洲嶼東螺村。母親王氏，生下一男六

女。媽祖誕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 960

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到滿月期間從不啼

哭，因此取名「默娘」或稱「默」。

【午餐】大甲芋頭米粉

【晚餐】

【報名表】

為辦理保險請確實填寫下列資料，並傳真至或E-mail至校友會，以便統計人數，謝謝您！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與校友關係 備    註

 本人

簽名：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聯絡方式：辜綉鈴小姐 (02)8662-5835#122  莊旻澤同學 (02)2664-5346~7  8662-5909
          E-mail：otc-alumni@mail.tnu.edu.tw  傳真：(02)2664-5348
          歡迎各界贊助本次活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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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諮詢服務顧問團

為提供校友在生活、事業及各專業領域之免費諮詢服務，故成立東南校友諮詢服務顧

問團。

顧問
姓名

聯絡方式 諮詢服務項目
諮詢
時間

備    註

廖學茂
0935770288
r i c k l i a o @ f s -
brokerage.com

創業、理財、投資、風控、企
業管理、人際溝通、兩岸求學
投資諮商、企業演講等

上班
時問

31 年工作經驗歡迎交
流

吳世楠
0913-139395
(O)02-23652728
shsnwu@gmail.com

預防型健康管理
如何自我保健，避免生病
如何避免疾病狀況再惡化
快速改善腰酸背痛等脊椎問題
各種健康諮詢 ( 養生、醫藥 )

上班
時間

台北市衛生局職場健康
管理師
中華民國脊椎矯正學會
秘書長
中國一級健康管理師、
公共營養師

林亦郎
0913808566
openlang@seed.net.
tw

土木、建築各項鑑定
土木、建築工程施工管理
土地及建築開發

上班
時間

25 年工作經驗 /
技師 / 博士

費聿明
0968496315
fander@cute.edu.tw

紐西蘭留學、移民
創新管理、創造力訓練演講

上班
時間

紐西蘭華夏協會理監事
中華創造力顧問公司顧
問講師
工學博士

陳培豪
(O)02-23651822
FAX:02-23683552

法律相關諮詢
上班
時間

律師 / 城西扶輪社創社
長

蔡志元
(O)02-23919227
FAX: 02-3919229

會計相關諮詢
上班
時間

台北市記帳士公會前理
事長 / 長春青商會前會
長

王建曄 
(先進)

0963-037222
0929-664999
TEL: (03)3270999
FAX: (03)3270997
ck432277@ms76.
hinet.net

耐酸鹼材料之應用
局部排氣設計規劃
廢氣洗滌設備規劃
活性碳吸附設備規劃
耐酸化學管路工程
環保法規

上班
時間

東南機械第三屆
環保工程
30 年經驗

～歡迎校友免費諮詢～

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成立 Facebook
在時代的進步之下，多數的校友都使

用 Facebook 的社團功能，且在 Facebook 中

尋找失聯的同學甚至老師等等。過去很多校

友在 Facebook 上找不到屬於東南校友會的

社團，為了提供校友更多的訊息及建立一個

聯繫的橋梁，在此校友會決定跟上趨勢建

立起東南校友會官方認可的社團，於 3月

份成立東南科技大學 ( 技術學院 . 工專 ) 校

友會社團，也非常感謝廣大校友們的支持，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成員已將近 600 人。

目前東南校友會 Facebook 社團的管理

者名稱為深坑人，圖片是東南校徽，歡迎各

位校友看到我們管理者時加我們為好友，如

有東南校友會各類活動的相關問題可至塗

鴉牆留言或透過簡介電話聯絡本會，本會將

盡速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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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組織表





東宣建設

專業服務 個人信託設計、財富傳承計畫、稅務規劃

廖 清 宏

APPC 中華民國個人財產規劃人員協會  財產規劃師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雙興通訊處  總監

104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7 號 5 樓之一

(O)02-27176799  (M)0932-196-499

E-mail：ellick.liao@msa.hinet.net



造型鋁包板帷幕牆
圓形玻璃帷幕牆及沖孔板



  貫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FRED & JEAN ENGINEERING CO., LTD.

  新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77號 3樓之 3

  Tel: 886-2-26982298 Fax: 886-2-26982235

  Email: info@fredjean.com  fredjean@ms16.hinet.net

  鋁合金工業 , 板材 , 擠型 , 固溶 ,

  棒材 , 各式加熱爐 , 時效 , 退火 ,

  光輝退火 , 熱處理爐設備的設

  計製造安裝調試專業廠商 .

 

  中鋼鋁業 , 台暉鋁業 , 燁鋒輕

  合金巨大機械 , 捷安特 ( 中國 ),

  捷安特輕合金科技 , 愛地雅 ,

  ...... 的愛用者 .

中鋼鋁業 90 噸鋁合金板光輝退火爐





東南科技大學
校友會刊

東南科技大學校友會
Email:otc-alumni@mail.tnu.edu.tw

電話 :02-8662-5909  傳真 :02-2664-5348


